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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校園生態環境的轉變論述當

我國中等學校所面臨的挑戰與國應

黃宇王禹 博士候選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摘要

我園中等學校教育，銜接國民中學義務教育及後期中等學校教育，隨著多

元社會的到來，也面臨了多元的街突與壓力。中等學校該如何調過以通應環境

的變遷?未來又該如何因應種種內外夾攻所帶來的街擊與挑戰?本文分別從生

態系統理論、政策回饋模式以及領導理論架構等多重觀點，論述校園面臨生態

環境的轉變所承受的困境與挑戰。文章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首先陳述影響校園

生態轉變的面向，其次分析影響校園生態轉變的原因，最後則提出面對生態轉

變的因應之道。

。關鍵會:中等教育、生態系統、政策回饋模式、領導理論絮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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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iwan, secondary education links junior high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achievement of social diversification has resulted in

various conflicts and pressures. This has led to questions regarding how secondary

schools should adap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how to appropriately respond

to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of numer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difficult conditions and challenges experienced by campuses undergoing

ecosystem changes us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namely, ecosystem theory, a policy

feedback model, and the leadership theory framework.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ections. First, the dimensions a缸ccting changes in campus ecosystems

are identi且ed. Then, the reasons influencing campus ecosystem changes are analyzed.

Finally，你ategies for adapting to ecosystem changes are propo叫 C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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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系統理論觀點

之道，並分別從生態系統理論觀點、政

策回饋模式以及領導理論架構等觀點進

行探究，希冀能對中等教育未來的發展

提供一些省思。

貳、文獻探討

Weaver Hightower (2008) 指出，教

育領域中有很多應用生態學隱喻分析的

相關研究，諸如霸凌、教師專業知識、

家長參與、曠課乃至特殊教育等。他認

為在任何生態研究中，生態特徵可被分

成四類:參與者、關條、環境以及結構

和過程。然而，早在 1970年代末，知名的

人類心理學家 Bronfenbrenner~n 以生態的

比喻來描述影響心理發展的環境因素。

生態系統大致分成四個層次，由內而外

一個套著一個，層疊的結構形成了一套

完整系統。生態系統觀將個人放在系統

脈絡中思考，因此較能從整體、全面性

的觀點看待事情，同時也強調系統與系

統之間的關連性(曾淑賢等譯， 2010)

本文透過生態系統理論

檢視當前學校面臨生態轉變所帶來的挑
\-

戰。在教育生態系統裡，學校除了內部

微系統的運作外，也會和夕繭的中系

統、外系統以及大系統產生連結並受影a

壹、緒諭

我國中等教育，銜接國民中學義務

教育以及後期中等學校教育，隨著多元

社會的到來，也面臨了多元的衝突與壓

力。除了校園內主體意識的高漲、師生

衝突、霸凌事件、不當管教、價值歧異

外，學校還得面對校外多方利害關係人

的利益糾葛以及各種意識型態、價值觀

的包覆，在新與舊以及變與不變之間，

處處考驗著學校的應變與生存能力。當

權力關係逐漸從威權走向平等、尊重與

包容時;當校園文化隨著人權意識的覺

醒而尋找新的價值與意義時，中等學校

應如何自我調過以適應環境的變遷?未

來又該如何因應這種種內外夾攻所帶來

的衝擊與挑戰?

尤其，我國自歐動教改以來，一波

波的改革策略無非希望能改善教育環境

、提升敦和學的品質，然而，任何一項

教育政策的推動，到最後必定又回到學

妙來落實。是以，隨著教改列車持續

行駛入原本平靜的校園生態勢必也連帶

泛起變革漣漪。本文即在教改背景下，

興起探究校園生態變革的動機。到底校

園生態面臨哪些變革?對於這些變革，

未來要如何因應?文中論述的層面包括

影響校園生態轉變的面向、影響校園生

態轉變的原因以及面對生態轉變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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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當外聞系統的任何一股力量滲透到

微系統時，學校內部便產生激盪變革的

漣漪。

二、政策回饋模式

政策回饋模式假定政治在政策過程

中扮演輸人和輸出的角色。傳統有關政

治和政策關餘的觀點，僅是將政治視為

輸人端(如圖l所示) 1 ，然而，在政策的

執行過程中，除了追問政治會產生那種

政策以外，也應倒轉箭頭檢視政策會產

生那種政治教育 (LolT刮風 2009) 。

政策回饋模式即從政策出發(圖2)

l 也就是政治因素形成了政策，並且決定了哪些

資海、花費在哪些學生身上以及概括定義教什

麼?如何教?還有教誰?這些參數影響了學校

和課堂實踐的機會以及壓迫，而這些實踐又依

次形成了學習結采﹒在這樣的分析努構梭，其

他的社會、文化以反經濟的因素對學生的學習

結果會有較直接影響，而政治則被認為會產生

間接以及擴散的效應 (Lorraine， 2009) 。

政治因素

(如政策問題

的結構和解決

辦法、決策進行

的場所、利益團

體動員)

，分析政策執行過程中「政治」所扮演

的角色。除了政策本身的源起、方式、

目標和工具外，政策的結果也會決定制

度的結構與規模，並進而產生詮釋效果

和不同的利益動員，最後則針對政策誕

生後所產生的政治效益進行分析，結果

可做為未來政策修正之參考。本文藉由

Lorraine的「政策回饋模式」的觀點，以

說明影響校園生態轉變的原因。

三、領導理論架構

根據Balm蚓、 Deal (1997)的看法，

認為組織領導者應具有綜觀的視野，因

此提出組織的四種架構:結構性架構、

人力資源架構、政治架構與符號架構。

這四種架構可視為是多元的架構，可協

助學校領導者及其成員瞭解與預測學校

的困境，並進而發展有效的學校領導策

﹒教育資源的

水準和分配 \~學習結果
﹒地區和學校

組織

﹒教育實踐

8。

國 l 政治和政策關餘的傳統觀點

一:再來混: "Repositioning Politics in Education' s Circle of Knowledge"by Lorraine M. 悅，2009

』一-- Educational Researcher,38(6): 41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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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特徵

﹒源起

﹒漸進或突發

﹒政策目標

﹒政策手段

制度結構與規模

﹒政治結構和能量

﹒參與決定規模

﹒財政、政治及資

源分配

詮釋影響

﹒政治認同

﹒政治學習

﹒政治信任

不同的利益動員

﹒誘因及資源

﹒目標及策略

|枷策|

國2 政策回饋概念模式

資料來源: "Repositioning Politics in Education's Circle of Knowledge可y Lorraine M.M. , 2009,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8 (6) : 419.

略。結構性架構強調，當組織面臨變革

時，會因為失序以及不穩定性，致使組

織陷入困惑與混亂，因此必須透過溝通

協調、結構的重整與重新編制等策略，

使組織適應新的環境。人力資源架構強

調，當組織面臨變革時，成員會因為焦

慮與不確定性而感到無能與貧乏，因此

成員必須透過學習和訓練以發展新的技

能，同時領導者也要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政治架構認為，組織基本上是權力的

懋場，因此贏家與輸家之間勢必會產

生衝突，領導者必須創造一個重新協商

議的及形成新聯盟的場所。至於符號
架構則主張，當組織面臨變革時，成員

往往因為停留在傳統文化的習慣而抗拒

變革，因此領導者必須藉由轉他儀式以

及意義的創造，以協助組織邁向文化新

意象。本文藉由 Bolman & Deal的四個架

構，並佐以當前教育議題，提出中等學

校面對生態轉變的因應之道。

參、影響跨國生態轉變

的面向

行政事務盤根錯節，有時牽一髮而

動全身。在實務上，一旦形成教育議題

，其背後恐得承受來自各方的角力。學

校行政是行政體系的微觀運作場域，其

問題的形成與隨之而來的對抗更是直接

且具體，尤其家長會及教師會分別代表

不同立場的利益團體，伴隨校園民主化

的到來也形成另一波的權力主體。此外

，學校內部存在的結構及制度E前問題

、少子女他下所衍生的親師生衝矣斗立

政官僚體系的政策配合，以及103年將上

小

路的 12年國教，凡此皆凸顯我國校園生

態正面臨極嚴峻的考驗與轉變。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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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態究竟面臨哪些轉變?從學校生

態系統圖(圖3) 可知，我國中等學校教

育所面臨的生態轉變來自好幾個面向。

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微系統

是生態系統理論最核心的一層，在

本文指的是校園中的主要角色人物，包

括校長、教師以及學生等，成員彼此互

動且會相互影響。而校長的領導、教師

的教學以及學生的學習，則在交織互動

的過程中逐漸形塑了校園內特殊的典章

、制度、文他以及校風。

二、中系統

指二個或二個以上場域問的關條，

這些場域之間所發生的連在吉可能會對微

系統造成決定性的影響，尤其當價值觀

念或利益上發生衝突時，通常會造成系

統的調適問題。在本文中，中系統包括

社區、社群、民間團體、家長會以及教

師會等。

三、外系統

是指由學校的外圍體制所構成，外

系統雖非扮演主導的角色，但卻會透過

種戶的概措施影響學校的發展。政府

學校齣影響，除7透過員額管制及經

/

費撥補外，也會藉由政策的落實而漸進

帶動學校端的發展方向。因此在本文中

，外系統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及其所制定的教育制度與政策。

四、大系統

是生態系統的最外一層，層面廣泛

，舉凡國家的政治局勢、經濟條件、文

化發展乃至社會趨勢及思潮等，都屬外

系統的範疇。

綜上可知，影響中等學校生態的

因素是多元的，不僅校園內部微觀層

面，還包括校外各種利益團體、利害關

條人、教育制度與政策以及價值觀、意

識型態等，是系統間彼此交互作用的結

果。本文主要緊焦在外系統的「教育制

度與政策 J .以此作為探討當今中等學

校生態轉變的重要關鍵，因為教育制度

與政策是最真體且直接進人到校園微系

統裡，它既是大系統中政治、經濟、文

他以及思潮的具現忙，同時也會影響中

系統的各利益團體及利害關條人的權力

運作。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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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3 學校生態系統園(研究者自繪)

重要的改革方案，試圖發展更理想的學

校制度以及提升學生學習成就水準，不

過，決策過程通常沒有考慮到必須對學

校發展要有充分的認識，導致政策的執

行往往耗損大量的資金與成本而學生學

習卻未有預期的成效。上下層級認知落

差，使得政府改善學校教育所研帝神V-.J--，

比起應有的結果還沒效率，也因此在三

學校的改進其實並未符應政府的預期。

由於社會持續以滾動方式前進發展

，不論我們做了多麼充足的準備，學校

端也必須同步進行變革。中等學校教官

肆、影響校園生態轉變

的原因

。 Hopkins 、 Levin (2000) 指出， 20世
紀最後10年至IS年在全球各地已面臨巨大

挑戰，而在教育制度的變革上則是個A

人振奮的年代。也有學者指出，西方在

1980至1990年代出現新公共管理的範式，

而這種新的管理範式為教育界帶來的變

(仁，主要包括經濟理性主義的興起、教

育市場他和問責性的重視(彭新強、蔡

愛玲， 2012) 。雖然各國政府已開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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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層疊結構的生態系統中，系統與系

統間彼此交互影響，從而交織成影響學

校生態發展的綿密網狀體系。子系統的

變動與發展，直接間接影響其他系統的

運作，因此當政府政策缺乏校園生態的

微觀理解時，很容易因為政策「失焦」

而帶來校園更大的「風暴」。然而，影

響校園生態轉變的原因為何?以下分別

說明之:

一、學校變革的外在原因

(一)政府政策的變革

面對全球生態環境的變忙，世界各

國莫不積極透過教育改革以尋找最適合

生存的方式。我國受此潮流趨勢牽動，

近年來亦持續投入各項大大小小的改革

，不管是組織改造、人學制度、教師素

質、課程改革乃至教學模式研發，無不

希望透過教育改革帶來實際的生活改變

。即將在103年上路的12年國教政策，有

五件大事起了變化2 (陳雅慧， 2013)

其中「全台特色招生比率不到 8% '免試

人學將成主流 J '清楚說明政策目標是

要減輕學生升學壓力。然而， r 免試人

學超額比序『會考』成關鍵」的結果，

嚴格說起來，制度上是「換湯不換藥』

2 根據{親子天下〉報導. 12年國教政策其中有

五哇主3已有了變化，包括高中戰免學費政策轉

e 排富緣148~克， .私中直升比率最高六成;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會考」戚關鍵;全台特色

在:，，~t.率不至'18% .免試入學將成主流;各區
特色招生學校和名類還未全部公布﹒

尤其會考三等級四標示，學生考試壓

力似乎不減反增。政策標榜免試，但

且超額時卻依會考等級比序，學校端面

臨這樣的政策變革，無疑徒增更多行政

作業程序。

(二)政治權力的流動

從政治的觀點而言，主要處理的議

題是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在眾多的利害關

條者中進行分配，而在分配的過程中決

定優先排序及利益多寡，其實又牽涉到

權力的運作。因為各利害關係人都擁有

自己的特定目標和資源，也會維護其自

身的利益，因此，在組織的政治生態中

，權力是動態多元的，是透過社會流通

擴散而不是被某種群體所擁有( Mills ,

1997)。例如12年國教在政策推動過程中

即面臨各種不同壓力團體的權力競逐，

可說權力是一種行動的形式以及人們在

互動協商過程中彼此間的關餘，在互動

中透過溝通、談判、協商、甚至是妥協

的過程，建構網狀的動態平衡關條，在

這樣的動態過程中，不管是民意代表的

質詢、新聞媒體、輿論、家長團體、教

師團體或民間教育聯盟等，都對12年國

教政策議題有發言權，連帶也作用到校

園內行政單位與教師之間權力關條的曲

作。

(三)家庭方面的變革

當代父垣普遍受過高等教育，而少

子女1b現象使得父母對每個孩子願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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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投資，但也因為高離婚率以及更多

的單親家庭可能也導致了孩子的不穩定

性。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家庭扮演關鍵

性的角色，尤其青春期階段的國高中生

正值狂飆期，身心發展的不一致往往導

致青少年行為容易偏差。青少年在面對

衝突、挫折壓力時，會產生防衛與適應

，進而衍生攻擊、退縮、冷漠等傾向(

任德、寬， 2010) 。為尋求認同或好解壓力

，霸凌、吸毒、幫派、性氾濫等常成為

青少年的行為模式。家庭結構的變遷導

致父母角色功能失調，近則影響青少年

學生行為問題惡忙，遠則構成校園生態

環境危機的重要來源。再者，我國近年

財政急遲惡化，貧富懸殊擴大了差異化

現象，收人不平等以及家庭低所得的戶

數也逐漸增加，使得學校必須投注更多

人力協助學生行為輔導與課業學習。

(四)資訊科技的發展

資訊科技的發達縮短了人與人之間

的距離，也改變7知識的生產、傳播以

及儲存的方式。網路的便捷與無遺弗屆

傲得新世代學子只要會上網，便能快

速接觸到大量訊息，因此，傳統的教學

方式亦必須因應科技的變遷而調整改變

。除了協助學生主動建構及擴展知識，

教師亦可藉此簡化工作負荷。換吉之，

透過資訊科技的輔助應用在教學及行政

事務的處理上，能更有效處理倍速成長

的知識並達到教學目標，將成為新世紀

教師必備的關鍵能力之一。尤其， 12年

國教要達到高中職優質化目標，就必須

符應資訊科技的社會脈動，充實優質de

基礎環境，始有利於學校組織的變革發

展(教育部， 2013a)

(五)組織間界限模糊

傳統產業，各行各業你透過分工

的方式進行交易，然而在全球化的襲擊

下，網路科技打破了市場區隔，全球產

業可以在地研發，以致組織愈來愈難以

維持特色，也漸漸失去權力，這在教育

場域裡意味著「學校」不再是唯一受敦

的場所。傳統教育方式不斷遭受質疑，

在家教育方式形成另一股抗衡力量，隨

著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遠距教學、

線上學習亦成為新的發展趨勢。尤其教

育部針對高中自學學生學習權益的法令

修訂 3 ，讓高中自學生有相同機會進大

學，鼓勵自學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

內容和方式，讓家長安心陪伴孩子學習

成長，這無疑是教育部推動 12年國教遍

性學習和教學正常化理念的落實(廖雲

章， 2013) 。不過這也說明，教育機構在

課程及知識上所擁有的獨占地位正快速

瓦解。換吉之，學校成為知識來源的管

道之一，但卻不是唯一。

3 教育部 102年學測前夕公告增列{入學大學同

等學力豈是﹒定標準〉第 2條第 14頃，畫畫完處三

非學校教育且持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發的完成證明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

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高中自學學生將比

照學校學生擁有平等入學大學的機會，不需再

多等兩年，只要通過高中同等學力考試，就能

考大學(廖雲章，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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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口結構的衝擊

我國社會正面臨少子女化及高齡化

的人口結構失衡問題，尤其少子女他現

象更為學校端帶來極大的衝擊。雖然少

子女他可以有效達成小班教學的目標，

讓每位老師可以有更多時間關注個別學

生，並針對學生需求給予不同的教學與

輔導，不過也因為少子女忙，學校端將

面臨滅班超額的壓力，教師除了背負教

學與輔導的責任，還得承擔有可能因為

生源不足而被迫轉換跑道或失去工作的

威脅。為因應少子女他的趨勢， 12年國

教政策方案之一為「高中職發展轉型及

退場輔導 J (教育部， 2013b) ，鼓勵中

等學校以上私校轉型及退場，主要即是

因應少子女化趨勢，提供學校發展策略

，一方面既可朝特色學校發展，另方面

也有助學校解決經營困境。凡此說明，

面臨少子女化趨勢，中等學校未來在經

營上勢必也面臨招生危機。

二、學校變革的內在原因

(一)預算短缺，錢從哪裡來

受到政府財政惡化影響，各級學校

也因為財源不足致相關軟硬體設備無法

立即到位，更遑論有效推動各項革新。

雖然教學方式創新不一定得花錢，但設

備多舊」尹築傾毀、桌椅損壞等，卻不

涅特的投入。但錢從哪裡來?過

去各校預算有限，靠著微薄的代收代辦

費勉強維持運作，然而代辦款項因涉及

向學生收取額外費用，有違義務教育精

神，因而被認為違法並遭監察院糾正(

李順德， 2010) ，如若因此而停止，但政

府財源又無法支應學校發展，經費來源

著實令人憂心。更甚者，因應組織改造

，部分原隸屬中央之中等學校也隨改組

後紛紛改隸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個個

債台高築'中央若又不協助撥補，將嚴

重影響學校的經營運作，致中學端未來

發展面臨雪上加霜的窘境。

(二)課稅滅課，問題一籬僅

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下學校教職員工

自 101年元月 1 日起開始實施課稅減課，教

育部雖採課多少補多少，不過仍引起諸

多弊端。課稅部分，將所得款項用來提

高鐘點費，導師鐘點費高過行政兼職費

用，導致行政沒人做;減課部分，受限

教師員額不足，因此學校以低鐘點費或

不合格老師代課，教師缺乏專業知能與

熱忱，導致教學效能低落。因為行政沒

人做，迫使行政人員必須做更多的行政

工作，承擔更多的責任。眾知教學需要

行政支援，教學要卓越也必須輔以專業

的行政，但當行政負擔沉重又沒有相酷

的薪資或福利誘因，有時還可能因為

行缺失而遭受行政處分的風險時，行，

人員終因士氣的低落更顯意興闌珊，而

行政工作也勢必在惡性循環下更顯惡化

，人人聞行政色變，校園文他因而j彌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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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詭譎與不安的氛圍。

(三)人事停滯，校園如死水

理想的教育制度應激勵停滯以及老

化的教職人員，協助其因應變他，特別

是處在這瞬息萬變的社會裡，確實需要

新的方法來部署並激勵職員以避兔腐敗

。然而日前報載，政府為解決退撫基金

破產問題，擬研議將教育人員月退休金

起支年齡逐步延長為90制，而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長、教師，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適用的制(林敬殷， 2013) 。雖然新制

實施可望減少政府財政負擔，然而，許

多教師為避免到時無法退休或領不到退

休金，紛紛提早退休。政府這項退休新

制，無疑阻卻校園人力新陳代謝，讓資

深教師想退不能退、年輕的準教師在無

缺額下只能尋求代理代課職缺。再者，

當資深教師因年齡太老功能退化時，我

們能期待有好的教學品質嗎?凡此皆說

明制度面的變革也讓學校端面臨了前所

未有的衝擊。

(四)評鑑入法，師如驚弓鳥 4

0 12年國教即將實施，教師素質成為
政榮成功的關鍵，因此，日前立法院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初審教師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行政院修法版本增訂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應接受教師評鑑，待立法院通

4 有關教師評鐘之法源、目前仍在立法院審議中，

尚未通過。本文此處皆在強調未來評鍵制度一

旦立法，勢必會讓學校端面臨極大的壓力與挑

戰。惟教師吉于1鑑能否落實，仍須立法院完成三

議程序。

過後，教育部將就教師評鑑項目、內容

、指標、方式、程序及結果等相關事項

，邀集相關團體協商(陳偉婷 ， 2012)

行政院版本採教師若一直沒有通過評鑑

'就會被解聘或不續聘。然而有基層教

師群起反彈，主張評鑑應與考績脫鉤，

如此才能客觀公平。評鑑的目的是要協

助教師發展專業能力，提供學生更好的

學習品質。不過，由於許多配套措施都

尚未擬定，包括由誰評鑑?評鑑標準為

何?都尚無定論，以致基層教師認為，

教師評鑑一旦立法，未來恐為應付評鑑

而使教學變成形式化。由於現行考績法

幾乎人人都甲等，基層教師因為擔心評

鑑結果可能面臨福利失去保障的風險，

因而產生排斥抗拒的情緒。

(五)政治效應，學校難抵擋

在學校場域裡，由於教育水準的不

斷提升，人們漸具獨立思考及判斷能力

，因此對於傳統科層結構的威權運作敢

於提出質疑與挑戰。更多家長及學生渴

望藉由權力(利〉的分享參與學校事務

的運作，而教師也希望透過組織工會方

式保障其權力(利)。在這種情形下，

權力是分散的，很多決定基本上是要經

過多方協商討論，因此導致學棧管理夫

式面臨了變革。尤其家長對學校附哇

，在高中階段最嚴重，家長的訴求、教

師的無奈以及青少年對威權至理的反抗

，也會對學校的運作造成影響。凡此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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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等學校組織變革的微觀政

治學分析5

5 微觀政治學通常和主E觀政治學相對，研究者認

為.~觀政治學比較關注於登質量結構面(政

治、經濟、社會等)的變遷，而微觀政治學則

將焦點置於行為者的態度與行為互動，例如組

織成員和利益團體在互動過程中，有關權力的

影響、協商、談判、溝通、妥協以反價值和意

識型態等政治行為﹒

本文分析歸納校園生態變遷的內外

在原因，檢視Lorrajne的政策回饋觀點並

根據我國國惰，研究者認為，政治、經

濟、社會和文他等因素會影響教育政策

的形成，不過政治除了直接影響教育政

策外，也會透過經濟、社會和文他等方

恥間接影響政策(見圖4) 。從政治學的

觀點而言，個人或團體多少會運用其權

力或影響力，以追求利益或實現價值理

想，而這些利益或價值的獲得往往有賴

於政治力的分配，政策即是這些分配

具體表現(蔡璧煌， 2008 : 231) 。

會反映到學生的學習成寶貴上。因為工作

重變多了、難度提升了、責任變重了、

心情變悶了，教學現場瀰漫這些氛圍，

試問如何做好教學工作?處於這樣的生

態環境，試問如何辦好教育? 12年國教

即將上路，後中教育階段是改革主力，

行政機關信誓旦旦宣示改革，教學現場

前途茫茫不知所措，也難怪主管機關對

學校的要求逐漸增加之際，教育工作者

在回應方面通常顯得信心不夠、裹足不

說明校園生態環境，因為受到政治權力

運作的影響而面臨了轉變。

(六)變革時效，已成多倍速

我國自敢動教改機制後，教育改革

確實帶給我們莫大的希望，只是，我們

總不免發問:改革這麼多，改變有多少

?我們往往疏於深刻檢討改革失敗的原

因，不過卻傾向於進行下一波的改革以

便對前次的不成功進行合理化的解釋。

教師對於蜂湧而至的改革浪潮，總會反

RII 。

映在他們教學的無力戚上。 12年國教可 口 J

說是我國歷次教育改革中挑戰最大的，

因為它很複雜、牽涉的層面很廣泛，舉

凡學區劃分、後中分流問題、傳統明星

學校觀念的破除、課程與教學的變革等

，整個教學環境已經起7重大變忙，教

師被迫必須改變教學模式。尤其未來免

試入學的實施，將使學生來源顯得更多

元化與差異他，如何適性揚才，著實考

驗教師的能耐與智慧。

上述主要就學校外部社會趨勢以

及影響學校內部變革的因素，說明學校

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與挑戰。生態

環境的多變與惡化，以及接二連三的教

改要求，使得愈來愈多教育工作者倍廠

壓力與困擾，除了擔憂經濟衰退會威脅

財產安全、擔憂少子女化的現象威脅工

作安全，還得擔憂衝突暴力事件有可能

威脅其互霈安全，不確定性使他們對自

1金運愈來愈無法掌控，而這種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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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場域裡，由於教育是政府的

重要功能之一，因此教育政策即是以權

威來分配教育價值及其可用資源，它是

政府對學校教育社會目標的一種政治承

諾。政策經詮釋的結果，當普遍對政策

有信心並具認同廠時，將會產生較少的

抗拒及較多的配合;反之，則會排斥或

消極因應。此外，當政策可能提供誘因

時，學校通常願意動員支持，否則可能

因權益受損而走上街頭抗議。北北基

綱一本共辦基測，即是政策產生政治結

果的例證。家長認為閱讀一本教科書可

以減輕學生課業壓力及其經濟負擔，因

此認同並願意支持該政策，其後雖因技

術性操作不當而終止，不過家長仍認為

該政策基本上對他們是有利的。另外，

即將上路的12年國教，目前社會上看法

仍兩極。除了政策本身的複雜外，有關

「免試人學」、「特色招生」、「超額

比序」、「後中課程分流」以及「會考

與人學掛鉤 J '在在都讓家長不安、讓

教師質疑。部分民間團體認為， 12年國

覽表立法過程中完全沒有處理私校公共

性的潭題，未來私校接受政府學費補助

而學生又可以直升，將造成私立興盛

、公校衰落的「公私立翻轉」現象(林

志成， 2013) 。除了學校地位的拉鋸外，

更多的聲音則是認為政府的財政無法負

擔、配套措施不完整、九年國教成效遭

質疑等，因而以種種方式提出反對或進

行杯葛。

析論之，政黨政治透過激烈的選戰

取得政權，他們通常會提出對理想社會

的看法，並將這些看法以種種方式促使

其實現，這當中基於理想社會看法所形

成的教育理念，即形成了所謂的教育政

治意識型態，而教育政策便是落實此意

識型態的一種手段。意識型態與知識是

一種連續及相互滲透的關係(陳伯璋，

1988:171) ，而且其運作反映出一種權

力關像。意識型態對主體本身或他人均

具有支配與操縱的性質，基本上代表的

是權力的表現形式。

教育政策的擬定，其背後往往有某

種程度的意識型態支撐，因此，教育意

識型態的功能便是賦予教育政策新的意

涵，它對教育的實施或發展的方向提供

了觀念上的指引，也提供改革或政策的

正當性。 12年國敦的政策制定過程，由

於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參與遊戲的競技場

中，各自抱持特定且明確的立場，在互

動中透過溝通、談判、協商、甚至是妥

協的過程，建構網狀的動態權力平衡關

條，致使政策必須不斷的調整修正，這

基本上即反映政治權力的流通與運作。

恆、面對生態轉變的國

應之道 、

教育改革不能只是頭痛醫頭，而是

必須要有系統性思維。橫向方面，要思

考改革事件與生態系統中的各種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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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政策回饋觀點(研究者自繪)

是維持平衡?還是造成更不公平?縱貫

面則要兼顧上下層級之間的溝通，不管

中央對地方、政府對學校或校長對教師

，都應該在決策之前取得共識，而不是

決定之後透過種種場合進行政策宣示或

找人背書。有了橫軸及縱軸的座標後，

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座標中心點，因為

它才是核心。學生的「學」與教師的「

教」是教育的主體，主體定位清楚之後

，再來才是進行課程改革，據此形成政

策方向並決定所需資源。有了這樣深思

熟慮的概念架構後，才能進一步推動並

傳達個關手育議題。

教育政策必須要在焦在關鍵性因素上

，減輕學生課業壓力是改革的原因，但

是改革更大的重點應該在於提升學生的

且習成就，否則，壓力減少而程度跟著

降低，這應該不是改革的目的。然而，

如何達到教改目的?由於學校位處生態

系統的內圈，它會受到外圍種種力量的

影響，以下試圖就後期中等學校面臨的

挑戰提出因應之道。

(一)善用資訊科技

二十一世紀是個高度競爭的世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以及數位忱的到來，

學校端也面臨了教學上的改變。微軟在

「全球夥伴學習計畫」的規劃下，期盼

透過「未來學校」的計畫 6能提出更新的

作法，微軟未來學校的發展主要是希望

減少數位落差，在臺灣則是著重於資訊

融人教學，營造良好教育環境並提升師

生資訊素養(湯志民， 2008) 。科技教育

是未來學校很重要的一環，因此，校長

必須扮演好科技領導的角色，藉由科技

快速掌握學校的發展優勢，協助教師充

實資訊素養並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將資

訊融人教學，更能運用科技激發無限的

潛能，將成為衡鑑學校優質化的指標之

G
未來學校拍的是在知識經濟時代，能因應時代

變竿而創新改變的學校，它提供的是無所凍在

的學習環境。中吾吾高中在2005年6月M.微軟合

作成為全世界第一所未來學校，其後比爾蓋茲

宣佈微軟推行新一波的創新學校計畫，中各高

中與美國、美團及新加坡的另外三所學校並列

為四所典範學校(潘正妥， 2009) 。自此，未

來學校的概念便成為引領學校創新發展，因應

時代變革的一種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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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課程結構

未來我國中等教育階段課程必須能

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結合，以培養學生

的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為重點。未來12

年國教的實施，不僅要做好國民中學及

後期中等教育的課程銜接，而且後中階

段的普通高中、職業學校以及綜合高中

之課程，也必須加強橫向聯繫與統整。

過去高中與高職的「學術」與「技能」

的分流型態，隨著後中角色功能的定位

，未來將逐漸轉變成培養基本知能及素

養的普及教育為主，課程目標也從知識

的學習調整為能力的培養。

(三)著重互動實踐

配合12年國教的推動，除了課程改

變，教學也要跟著改變。最好的課程是

能和學生的經驗結合，而最理想的教學

就是師生互動、彼此有共鳴。制式的教

材和講解式的敦法，無法培養學生建構

知識的能力，也無法吸引他們探究主題

的動機。當愈清楚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要

提于j-學生的能力而不是僅僅減輕壓力時

，、愈能在課堂的教學過程中，採取多元

、活潑、彼此尊重的方式探究學習，學

生願意投人更多，不但愈能激盪新的觀

念與想法，也愈能提高學習成效。

(四)運用系統思考

生態系統的核心概念即是目的相互

依存，它跨越單一思維模式所受到的侷

限，因此比較能從整體性、多重性的角

度切人問題核J心。經過系統還輯思考，

會更清楚政策的目的，而不至於錯置目

標而降低效能甚至浪費更多資源。由於

各種不同的議題彼此環環相扣，因此，

透過生態系統的觀點，提供我們從多重

、交互的視野看待政策的制定與評估，

引導我們從片段到整體、從單向到多向

，不斷提高思考層次，有助於看清並解

決問題。

(五)建立品牌特色

12年國教要特色招生，首先就需建

立學校特色。教育市場競爭他促使學校

重視經營與行銷，藉由優良產品及優質

服務來建立品牌，以提高學校經營的競

爭力(吳錦惠， 2012) 。尤其人口結構的

改變，少子女他使小班教學品質較能掌

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將協助教師發

展專業知能;運用校園開置空間，發展

多功能的學習場所;結合社區文他，形

塑在地精神。學校一旦建立品牌形象，

未來即可籍由學校優勢而強化招生策略

，讓每一所學校都是特色學校。

(六)加強策略聯盟

策略聯盟包括水平和垂直兩者。領

導者發揮政治影響力的關鍵是與潛在的

反對者建立關條，並進一步溝通協商

12年國教是全國一致性的政策，不管.回

校內各處室、處室之間的聯繫或者是跨

，-、

校夥伴合作，尤其「學校一一大學」課

程夥伴關條的建立，有助於提升學校經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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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發展與教師專業能力(吳俊憲、吳錦

蔥， 2008) 。當學校愈能善用聯盟的力量

，愈能順利將政策及制度從各個層級傳

達出去，而且所有評估、調查、教師訓

練、課程發展以及資金都能強化學校核

心目標。

(七)調整組織結構

12年國教上路勢必會帶動整體教育

制度的改變，中等學校面臨生態環境的

轉變，在結構上也會產生失序以及不穩

定性，因此，必須透過溝通協調、結構

的重整與重新編制等策略，使組織適應

新的環境。未來可透過結構的重整，讓

每個角色都有清楚的任務，既然外在環

境變遷，組織成員的角色也要跟著調整

，使成員在賦權增能下能勇於接受挑戰

並創造卓越的工作績效。

(八)營造人文情境

當組織面臨變革時，成員會因為焦

慮與不確定性而感到無能與貧乏，因此

必須透過學習和訓練以發展新的技能，

同時領導者也要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將

焦點放在人的需求和組的調適上，因此

組織需要有高素質、能貢獻心力的員工

;而人員也需要一個能提供能量以及報

酬共享的組織。教育行政必須發展積極

、互為主體的關條模式，並且改變領導

方式，如此才能營造組織正向氣氛，並

HI則達百標。

(九)協調政治權力

組織基本上是權力的競技場，因此

贏家與輸家之間勢必會產生衝突，領導

者必須創造一個重新協商議題以及形成

新聯盟的場所。因為利益是透過協商而

來，不同的利害關係人間各有自身的目

標與需求，因此差異性的利益是正常現

象，而領導者則要能他解優先順序的矛

盾所造成的衝突。在政治生態環境裡，

教育行政人員勢必要發展更靈活、更有

彈性的運作模式，藉由省思自身面臨的

生態環境，釐清自己所在的定位以及

所面臨的挑戰，將有助於組織目標的推

動。

(十)活化組織意象

12年國教是劃時代的改變，藉由願

景領導可以協助組織邁向新目標。從不

同的角度創造新穎的觀點，運用彈性策

略整合學校中心價值，尋找技術與藝術

間的平衡，將有助於校長遇到突發爭端

時能從容自在，也較能在衝擊和挑戰的

威脅中找到信心和希望。領導者的視野

、格局及氣度，深深影響著學校未來的

發展;少子女化、國際化、數位化、多

倍速時代以及種種教育議題，在在讓電

校備廠壓力，校長可以藉此轉換思維 J

秉持堅定信念明確告訴大家學校的目標

和方向，並相信這個方向是可以邁向更

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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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中多處己做處理，特此銘謝。

隨著多元社會的到來，校園生態環

境已變得更複雜、更棘手以及更難以因

應，如何突破重重困境，建構優質校園

新境界，這需要透過變遷歷程的多元架

構分析。尤其，在全球化襲擊下，校園

環境已然成多倍速發展，校園生態更是

今非苦比，倘若仍執著既有的習慣與信

念，我們將無法適應這瞬息萬變的社會

。學校不管是行政或教學，除了在結構

面、制度面及策略面要有所調整改變外

，最重要的其實是要保持開放的心以隨

時接受變革的挑戰。唯有保持開放的心

胸、不斷學習與改變，並且勇於接受挑

戰，才能讓我們在快速變遷的洪流裡找

到立足之地。

政策的形成本身即是充滿複雜、矛

盾的過程，即將於103年上路的12年國教

，到底是好解升學壓力的萬靈丹還是演

變成校際角逐的競技場?為何改革?改

革結果是否符合需求?檢視政策形成的

步環境因素並加以分析，也許有助於

組織清楚覺察在變動環境中該如何自我

調適與因應，藉以提高學校經營的競爭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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